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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

為何參與「抗生素管理計畫」？

目的在優化抗生素合理使用，以提升病

人照護品質及降低抗藥性產生，進而降低醫

院成本。

為因應日益嚴重的抗生素抗藥性問題，

全世界都在響應慎用抗生素活動，呼籲一

般民眾、醫療人員及政策制定者採取最佳作

為，以防範抗生素抗藥性的產生。

如何慎用抗生素及防範抗藥菌產生？

1. 一般民眾：

■配合標準採檢步驟，留取檢體檢查，以

   培養正確感染細菌。

■經醫師開立處方取得抗生素，並依處方

   時間，按時服用。

■服藥期間若有不適，暫停服用並就醫。

■不主動要求醫師開立、不與他人共用藥物。

歡慶本院蟬連抗生素管理計畫優質醫學中心第一名
通過抗生素管理計畫認證醫院

文 / 感染管制組

2. 醫療人員：

■依指引、培養結果開立抗生素，且依

   肝腎功能調整劑量。

■病歷上說明用藥理由。

■落實手部衛生、預防及管制醫療相關

   感染率。

    

抗生素抗藥性對全人類健康是一大威

脅，需要您我共同努力，抗生素管理計畫由

本院總院長帶領跨團隊醫療成員，包含：醫

師組、藥師組、醫檢師組、護理組、感管組

等組成專案執行小組共同執行核心任務，全

院同仁一條心，通過醫策會稽核獲得認證，

提供社會大眾優質醫療環境；也邀請您一

同加入落實抗生素使用三不政策「不自行購

買、不主動要求、不隨便停藥」，以達減量

及合理使用抗生素之目標。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連續兩年參與疾管署國家型計畫「抗生素管理計畫」，配合國

家政策積極推動，本年度再度榮獲優質醫學中心第一類第一名及通過抗生素管理計畫認證醫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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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亞太尿失禁年會會場

回顧與展望—攜手邁向國際級醫學中心
總院長 黃建寧

整理 秘書室 陳純子組長

時光飛逝，回顧2014年8月從千頭萬

緒、新手上路，到2015年的同心協力﹑穩

健掌舵，轉眼之間，我擔任附設醫院總院長

職務迄今已一年半了。這段時間，雖終日公

務繁忙，頭髮斑白，但是每每思及我們正攜

手創造更美好的中山附醫，每一段艱辛的成

長之路，都是帶領我們成為國際級醫學中心

的推手，而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能參與其中

彰顯生命的價值，雖然責任艱鉅，我仍深深

覺得欣喜與榮耀。

回首來時路，哲人日已遠，典範在夙

昔。1960年創辦人 周汝川博士為培育醫學

人才，創辦「私立中山牙醫專科學校」，

2001年改名「中山醫學大學」。55年來歷

經私人興學之艱辛，但也作育英才無數。

為提供醫科學生實習教學的場地，創辦人

本著仁心濟世的胸懷，1966年創辦「中山

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屹立台中半個世紀，

從早期矗立中港路七層的醫療大樓，不斷擴

充、升格至今日擁有三個院區的醫學中心，

二十九個診療科別，急、慢性及特殊病房共

計1380床(含護理之家101床)。在董事長的

領導下，歷經十三任院長及同仁的努力，致

力維護民眾健康，提供更完善的醫療設備與

優質照護，中山附醫已成為深具民眾信賴的

特優醫學中心及教學醫院。

近年來，我們以穩健的腳步，持續成

長茁壯。在醫療服務方面持續推動全人關懷

服務，並陸續引進最新醫療儀器設備，如

640切電腦斷層、海扶刀、達文西機器人手

臂等，使本院的醫療技術與世界接軌。今年

11月本院附設護理之家正式開幕，更加落實

慢性病患的長期照護。在醫援國際方面，與

吐瓦魯簽署『國際病人轉診合作協議』，開

啟了第一波的國際病人轉診服務，同時，也

將服務觸角延伸到尼泊爾，參與了尼泊爾大

地震的醫療援助及學術暨臨床交流計畫。為

了提升醫療品質，鼓勵各科參與醫療品質競

賽，今年也屢獲佳績。例如，「美容醫學中

心」通過醫策會「美容醫學品質認證」。婦

產部、兒童部、精神科通過生策會「2014 

SNQ國家品質標章」認證。感染科「抗生素

管理計畫獎勵金評比」連續兩年榮獲優質醫

院－醫學中心層級第一名。為提供員工及民

眾更優質的醫院環境，我們啟動舊建築的裝

修工程，2015年完成行政大樓12樓國際會議

廳裝修啟用，預計2016年將進行核醫大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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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小時還是找不到停車位。醫院雖然提

供了核醫、汝川大樓地下停車場及文心汽機

車停車場，市府也新設大慶公有停車場，但

顛峰時間仍然不敷使用。在學校、醫院及台

中市政府共同努力協調後，市府提前於10

月31日開放建國北路及文心路旁共1160格

的機車停車位，已改善機車停放的問題。而

汽車部分，須等到市政府新設『細停一』公

有停車場及學校新建綜合大樓完工，預計仍

需三年時間才能完全紓解。這段時間仍須同

仁共體時艱，儘量以共乘或大眾運輸工具上

下班，不僅節能省碳響應環保，也能空出周

邊的停車位，造福需要就醫的民眾。

「感動服務、創新教研、卓越品質、

永續經營」，是本院擬訂的發展目標。展望

2016年，我深深期盼同仁皆能秉持創辦人

『醫人、醫病、醫心』的宗旨，打破科室本

位藩籬，積極主動服務病患，簡化作業流

程，避免民眾往返奔波之苦，才能落實感動

服務。擔任教學的師長們，以提攜後進、培

育醫學菁英為己任，落實全人照護之醫學教

育，改善教學品質。研發團隊創新研究計

畫，爭取政府經費挹注，加強專利技術轉移

以造福民眾。在卓越品質方面，除了醫院建

築、醫療儀器設備更新，我期望醫護團隊能

持續提供全人醫療服務，給予病患身、心、

靈全方位的照護。並積極參與全國各項醫療

品質競賽，以外部的肯定來砥礪同仁持續努

力。

只要我們願意攜手努力，求新求變，

相信中山附醫必定能穩健的持續發展。在

變動的醫療環境中，致力追求創新、突破與

卓越，共同為民眾提供優質、舒適的醫療服

務。相信必能得到民眾的肯定，達成永續經

營的目標，並且使本院聞名於醫界，成為國

際級的醫學中心。

親愛的同仁，你~準備好了嗎? 讓我們

共同努力一起邁向嶄新的2016年! 

房8-17樓的裝修。

擔任總院長以來，我深刻體認優秀的

人才是醫院最重要的資產，為員工營造溫馨

快樂的工作環境，是管理團隊共同努力的目

標。但是，員工安定生活的前提必須建構在

醫院能永續經營及成長。面對健保總額給付

制度諸多的挑戰，我對外積極參與各界會議

爭取改變的契機，對內勉勵同仁以優質的服

務，合理提升業務量以爭取健保總額成長空

間。這段時間也努力改善病歷書寫品質，減

少重複用藥及不必要的檢查、處置。2015年

定期與各科醫師討論DRG案件後，DRG損益

率已由虧轉盈。2016年健保署將推出第三

階段DRGs制度，由原本的401項擴增至1062

項，屆時62%的住院費用都將涵蓋在DRGs

下，期望大家對於疾病的診斷、病歷的書寫

及醫療成本的管控，都要更積極的學習因

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核刪。

面對醫療人力五大皆空、日益惡化的

衝擊，我與管理團隊也積極研議因應措施。

這一年來，在重新調整各科薪資結構及工作

規範，改善教學及工作環境之後已有初步成

效，105年一般醫學(PGY)住院醫師已達滿招

的目標，各科住院醫師招募也屢有佳績，醫

師人力雖仍不足但已趨和緩。我們不僅延攬

醫療專業人才，也在今年遴選優秀同仁前往

國外受訓，學習最新的醫療技術，投入本院

的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團隊。另外，護理人

力不足的現象已逐年改善。今年6月發生八

仙塵爆事件，本院燒傷病房團隊全面動員救

治傷患，復健治療團隊提供急性後期照護，

共同協助燒燙傷病患早日恢復身心功能。在

有限的醫療人力下，感謝大家能同心協力，

積極投入救援並發揮醫療大愛。

由於醫院周邊鐵路高架化、陸橋拆除、

捷運施工及土地都更重劃，我們面臨前所未

有的交通黑暗期，造成民眾就醫及醫院同仁

很多的不便。許多人抱怨，在醫院附近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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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是最好的道場

從事任何一種行業，都需要不斷自我修

練精進，對醫師來說，醫院是最好的道場，

因為每天碰到不同的病人，病人的問題也都

不一樣，你不能發脾氣，你只能修煉自己。

我很喜歡教學生，告訴他們為什麼要做外

科，做外科是為了成就自己，而不是為了賺

錢，在付出的同時，不去計較付出的代價，

在助人的困境中，把夢想變成信仰，不斷燃

燒自己的熱情。

作為醫師，第一要「知命」，知道醫

師的命運是付出的。第二要「認命」，我曾

有病人在用過早餐後，突然昏迷不醒。這位

病人以前有中風病史，因為肺癌做了肺葉切

除手術，術後暫停服用抗凝血藥物，所以初

步認為腦中風再發，後來這病人突然醒過來

了，原本病人是心肌梗塞，做完冠狀動脈支

架後，回復過來，我暗自慶幸，萬一他昏迷

不醒的話，必然又是難過的結局。醫療過程

中，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以成敗論英雄，

當然是無限的壓力，有智慧的處理是必要的

條件。除了認命，第三是要懂得「受命」，

平心靜氣地接受發生的一切事，當困難及障

礙出現時，如果能適當地加以了解與利用，

經常可以轉變成出乎意料的力量泉源。

溝通，開啟更好的醫病關係

我開刀之前，一定對所有家屬逐一詳細

解說病情。有人問我，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我告訴他：「你不向病人家屬解釋清楚，你

就無法達到溝通。」事前預防比事後補救還

要重要。醫病關係的變化，是整個社會環

境、價值觀念的改變。資訊化的時代，每個

人想都不一樣。

所以醫院非常重視「住院全人整合醫療

照護」，我們依病人需求、病情嚴重度、併

發症發生情形、特殊癒後恢復條件，組織照

護團隊，透過集結各科專業領域共同討論的

機制，提出病人最適切的處置治療方針，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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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成員則依據共同擬定的住院診療計畫，執

行治療及專業相關指導。病人及其家屬可以

透過面對面的座談會議，與醫療人員溝通討

論，隨時提出與治療或處置相關之疑問與擔

心，我們讓病人及家屬參與醫療決策，建立

醫病共識。

感動的服務，從透明的醫病溝通開始。

團隊合作比獨立作戰更重要

如果你問我，要怎麼做才是最好的醫

師？照道理講，醫師就是要讓病人滿意，最

好當然是負起全責，這角色有點像家醫科醫

師。雖然我不是家醫科醫師，但是我可以提

供諮詢與協助，病人有問題可以告訴我，我

可以尋找其他專業醫師負責。例如治療肺癌

病人，第一、二期由我開刀，第三、四期，

我一定轉給內科醫師。因為癌症這種疾病是

有進展的，依照期別，我只做到一個階段，

但是後續治療工作，我得要找另外一位專家

幫忙。如果從頭到尾只有一位醫師負責，這

是一個人的「total care」，但是人不可能那

麼厲害，樣樣專精，所以才需要團隊合作，

這才是團隊給病人最佳的「total care」。

Michael Jordan「靠天分可以贏球，但

是靠團隊與智慧才能贏得總冠軍。」醫療照

護也一樣，技術高超的外科醫師雖然可以開

刀切除病灶，但是事前的診斷、事後的治

療、照護以及復健，還是要靠團隊才能成就

病人的最佳狀態，所以能準確發現病人需求

(問題)、有效組織照護團隊提供服務(治療)

的醫師就是最好的醫師。

改變與行動

Chang，改變自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

件事，但現在人聽多了激勵人心的話，很少

會去行動，人習慣處於安逸的環境，但就像

溫水煮青蛙，沒有創新與改變，很快就會被

洪流所淘汰，相反的如果每天有0.01進步，

一年之後就會強大37倍。

1.01365=37.8
我們不是一間愛宣傳的醫院，但默默

的也做了許多改變，這幾年我們延攬急重症

醫師、補強各領域的缺口、發展達文西微創

手術、無傷口的海扶刀手術、選派醫師學習

新的技術等，我們一直在做，一直在為了提

供病人更好的照護，而精進醫師的技術及充

實精良的設備，當然感動的服務不能只有這

些，還要有服務的熱忱才能提供超乎病人預

期的服務，未來我們還有很多的進步空間，

我期許中山的每一份子，隨時發現流程的缺

陷，不斷與院方溝通改進，以順暢的照護流

程、感動人心的服務，成就中山與眾不同的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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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醫教部 林俊哲副院長

(一)、大學醫學教育 

主要的革新為：一、醫學系學制的改

變；二、大學多元入學制度持續改善與推

廣；三、基礎與臨床醫學課程的整合；四、

臨床醫學課程。

   

醫學系學制的改變：醫學教育最新的改

變是從2013年開始，醫學系改為六年制，

學生於畢業後(2019年起)需再接受為期兩年

(現行一年)的一般醫學訓練（PGY訓練）。

透過學制改革的契機，將實習改至畢業後、

已取得醫師證書與限制性執業執照，可以解

決七年制之實習醫師在臨床實習時無執照的

尷尬問題，同時也可以與國際相比擬並且接

軌。然而，制度的改變必須同時檢討現行的

學生入學機制、通識博雅教育、基礎與臨床

課程整合、臨床醫學教學和畢業後教育等重

要課題。

大學多元入學制度：自2002年廢除大

學聯考，大學入學採取多元入學方式，經過

多次的制度調整，台灣現在的大學招生方式

主要為繁星入學、申請入學與指定考試分

發入學三種途徑。與其他科系學生不同，申

請醫學系的學生於繁星與申請入學均需要通

過面談口試，以確認是否具備培養未來醫師

所必須具備的特質，尤其重視語言與溝通能

力、社會服務與關懷、合群利他同理心等。

2015年全國招收一千二百名醫學系學生，

超過六成的學生係經由繁星與申請方式入

學。

醫學教育之現況與未來

2003年，SARS侵襲世界各國，台

灣也無法倖免。當各種新興傳染病日漸

流行，造成區域、國家及社會重大的衝

擊，同時人類的健康也面臨威脅，因此

醫療衛生人員的專業健康照護能力愈形

重要。為培育充足且合格的醫療人才，

醫學教育的目標乃以培養具有專業核心

能力的醫師，使其具備照護及治療一

般疾病的知識與技能，並且能有符合

社會期待的行為與態度。因此，在近

十年間，台灣的醫學教育展開各階段

改變與革新。主要的變革包含於畢業

前之大學醫學教育(undergraduate)、畢

業後一般醫學教育(postgraduate)、和專

科及繼續教育(CME: continuous medical 

education)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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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與整合：從2013年開始，醫

學系改為六年制，學制的縮短連帶課程勢必

也須跟著調整。醫學系一、二年級仍須重視

博雅通識教育，建立「先學做人，再學當醫

師」之理念。過去舊制課程主要問題在於其

課程內容的設計大都以教師而非以學習者為

中心，所以課程過於制式而缺少彈性，基礎

醫學與臨床疾病之間較少連結，應用性顯著

不足。新的課程設計著重以學習者為中心，

依器官及疾病系統(organ system)分成各個縱

貫性模組(block)，以強調基礎與臨床之關聯

性來進行教學，讓學習內容更完整性，並加

強以臨床應用為主之臨床思路教學。

臨床醫學課程：強調醫學生能「動手

做」(hand-on)，能提前參與病患之臨床照護

(primary care)。因此，必須加強臨床核心技

能訓練，使用模型、模擬人（simulator）、

標準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 SP）

等模擬教學，讓學生在實際照顧病人之

前能先熟練技術；並且採用多元化的評

量方法，包括OSCE（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mini-CEX（Mini-

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DOPS (direct 

observation in procedure skill)、CbD (case- 

based discussion)等，以評量學生的實際學習

成效。

(二)、畢業後一般醫學教育 

   2003年開始實施之「畢業後一般醫

學訓練計畫」，由初始之三至六個月訓練

期，沿革至2011年起實施一年期不分科之

一般醫學訓練。期望學員透過更多元且全面

性之訓練，學習到為提供民眾全人醫療所需

的醫學知識、技能及應有的醫療態度和價值

觀，能夠實踐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而自

2019年起，醫學系畢業學生必須先完成兩

年不分科的一般醫學訓練，方能接受專科醫

師訓練。

(三)、專科及繼續教育

   隨著健康照護環境及知識的提升，

良好訓練的醫師且能提供更好、更新的健

康照護日益重要。因此，優質化住院醫師

訓練是達成此目標最重要的步驟。衛生福

利部於2013年設立「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

定委員會（Residency Review Committee, 

RRC）」，各專科學會依據RRC研議之「專

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基準」架構擬訂住院醫

師培育計畫。計畫的重點目標為保護教學環

境、強調教學品質與成效、依據專科發展

趨勢及實務執行建立標準、確保最低遵從

(compliance)標準，以健全住院醫師培育制

度，提昇專科醫師之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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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新進展
醫療資訊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在醫療資訊發展

有很長的歷史，我們充分配合政府的醫療資訊

政策發展，現在已經是電子病歷領域的標竿醫

院。我們的醫療資訊，邁入無紙化的境界，也

因此提高了醫療品質。目前我們配合國內法規

的要求，完成全院無紙化作業，簡化早期因紙

張作業而導致的人工繁瑣流程，不僅在紙張節

約，而且在紀錄的真實性、財源的管控，都有

非常顯著的成果。在這個前提之下，對於未來

的展望，規劃2016年有哪些發展，以及將目前

已經完成的項目繼續追求更進化。

第一項，就是推展教學電子病歷。眼前全

國各醫院在電子病歷發展，受限於電子病歷紀

錄不容易呈現教學精神，當電腦進行刪除修訂

時，會把舊的紀錄移除，只能看到最終內容。

事實上，這種設計方式對於教學醫院或醫學中

心，在醫療服務層面以外，要善盡教學的體制

是無法彰顯。目前我們已經克服這項困境，藉

由新式的設計原理，達到執行病歷的教學功

能，使得完整呈現教學的需求，保留修改紀

錄，呈現由誰修改的、修改的內容有哪些，修

改前與修改後的內容核對比較。具有教學與修

改功能的電子病歷系統，是符合世界電子病歷

的規範，也符合法律的條文。於2015年，不

文 / 醫療資訊部 曾志仁副院長

今天在各行各業發展，資訊扮演的角色

越來越重要，使用電腦資訊的紀錄以及處理數

據應用，已經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工具。在醫院

的發展歷程，除了醫學知識、手術技術、與各

項品質照顧之外，醫療資訊也越來重要。其中

首先推展的就是病歷資訊化，與醫療診治的資

訊應用。

病歷是病患的醫療檔案，記載著醫護人

員對疾病的診斷、治療、護理措施、各項檢

查，以及疾病的最終結果。因此，病歷既是醫

院臨床工作、研究、教學的重要資料和資訊資

源，也是處理傷殘事故、醫療保險等的重要依

據，運用資訊記錄醫療過程，將是很重要的議

題。

台灣醫療領域對於電子病歷發展將近20

年，衛生福利部所轄的電子病歷中心，負責這

項變遷的統籌，領導台灣各醫院朝著電子病歷

持續改革，目的就是提升醫療品質與保障病患

安全。在多年發展歷程，電子病歷對於醫院不

管是在品質、技術、資訊安全都是非常重要，

由於是藉著電腦管理和提示，讓常見的醫療執

行錯誤大幅下降。這種醫療資訊技術的應用，

在照護安全顯示了與安全品質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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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在住院病歷、急診病歷、門診病歷已經完成

這項教學電子病歷的功能並上線使用，預計在

2016年應用於其他周圍系統。

 
第二項，我們認為電子病歷一定要避免

孤島式、分散式的系統，所有的資料才能夠整

合，資料庫能夠統一、格式一樣、系統架構一

樣，才能促使在各系統的資料皆能互通，一方

面減輕作業的負擔、增加作業的流暢、資料達

到一致性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藉由這些資料

的整合，下一步就可以發揮資料整理的功能，

更有助於管理病患的安全。目前我們在2015年

完成95%以上的資料庫整合統一，預計在2016

年讓所有零星、遺漏的資料或系統都能夠整合

統一。

第三項發展就是建築在第二項發展之後，

因為資料整合統一，我們就可以將這個資料形

成一個大資料庫，也稱之為「大數據」。 有了

大數據，可以把醫療數據做統計分析、管理醫

療品質，就是所謂的智慧醫療管理，它可以做

很好的診治監控、數據應用，這也是國際世界

上發展的趨勢。我們在2016年主要的項目，就

會讓大數據在醫院裡，彰顯出它的實質價值，

讓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更能夠得到提升。

第四項，我們期望持續推動醫療資訊的進

階應用，隨著世界的潮流，發展穿戴式醫療。

以往不論是病患、醫護人員量測的血壓、體

溫、體重，經由人工將數據分別逐一登錄於各

項量測系統。然而，現在已經發展穿戴資訊科

技與醫療的結合，自動整合於健康管理系統，

如此可以減輕護理的工作負擔，也降低因為人

為登錄造成的病歷紀錄錯誤率，這是穿戴式醫

療在電子病歷的價值之一。在2015年我們已經

發展了血壓計、體重計、體溫計，我們更進一

步希望發展其他周測工具的測量，讓其他的穿

戴醫療與醫療紀錄能夠更密切的結合。

我們現在的醫療資訊發展，除了無紙化

之外，所有的病歷都是圖文並茂、人性化、即

時化的精神。當然，有關醫療資訊的發展應該

是永無止盡的進行，在電子病歷的發展會持續

的改善，改進自己的缺失，繼續拓展電子病歷

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特色，希望能夠持

續作為全台各醫院的模範，也將持續推動醫院

高品質的醫療服務。發展電子病歷能夠提高病

歷儲存與管理之效率之外，更從提昇醫療服務

品質的效益面思考，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與臨床研究教學應用，以維護民眾健康與促進

社會衛生福祉為目的。 

教學電子病歷

圖文並茂的電子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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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醫學研究部 翁國昌副院長

發展卓越臨床研究 

創新研發 展望2016
本院本著中山醫學大學的創校精神，以積極「培養優質醫學人才，研發最新醫療技術」為

矢志，以「創新、特色與深耕」的精神，整合各類資源共享共榮，提升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以解決

目前社會問題，發揮醫學大學服務社會本質。

醫學研究部之成立旨在因應本院以教學、研究及服務為三大任務發展的趨勢，整合學校與

附設醫院各項資源，統籌規劃本院研究發展計畫，研擬研究發展的政策，為加速將實驗成果運用

在臨床醫療，每年提撥千萬研究發展經費，鼓勵全院醫療單位同仁從事研究，現擁有多位醫學博

士，結合臨床與基礎醫學深入探討，希冀全院相關研究資源得以更進一步發揮。本部於翁國昌副

總院長帶領下，設有五個中心單位，包括臨床試驗管理中心、臨床研究中心、遺傳諮詢中心、人

體生物資料庫管理中心及分子影像實驗室，各中心各司其職，有其負責醫療業務及研究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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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學術研究、促進醫療科技創新發展，特設醫學研究委員會，由醫學研究部副院長

擔任主任委員，主要任務如下： 

1.規劃醫學研究之整體發展，

   提供研究發展相關之諮詢及

   興革意見。

2.推動臨床與基礎醫學之合作

   研究事項。

3.統籌全院研究計畫之進行，定期檢討院內研究之質與量。

4. 監督各項研究計畫執行進度，及研究成果之考核。

5. 定期檢討研究目標達成情形，調整目標數與研究重點。

6. 制訂與修訂各項研究獎勵及研究相關辦法。

7. 鼓勵或獎勵應兼顧研究重點興公平性，並落實執行。

8. 審理各項研究獎勵案件。

9. 重視研究倫理，查核研究論文真實性。

10.監督各單位研究執行成效。

11.其他研究相關業務。

本院透過各項獎勵措施鼓勵同仁積極爭取與本校、跨校、跨院之研究合作，擴大及深耕

各特色研究領域，結合本院研究特色負起應有之社會責任，另訂定2016年階段性計畫及目

標：

1. 擴大研究資源，鼓勵提昇研究質與量。

2. 轉譯醫學之研發與應用：銜接基礎醫學研究與臨床應用之跨領域學門， 

    透過基礎研究找到與疾病相關之生物標記或新藥得以透過適當之方法與平台技術，

    加速臨床與基礎雙向驗證，有效應用成為新的診斷與治療方法，確實改善人類健康及

    生活品質，使醫療走向精緻與個人化為轉譯醫學的目標。

3. 鼓勵創新研發，推動產學合作，促進研究成果產業化。

4. 鼓勵並提升新科技醫療、新醫療模式或全人照護研究。

5. 新藥臨床試驗之多中心整合與品質及國際競爭力提升。

6. 人體生物資料庫運用發展。

7. 發展癌症重點研究。

感恩全體同仁用心的付出和努力，我們仍會以「謹慎、堅定信心與決心」的態度，固守

崗位，善盡責任，運用體系內豐富的醫療資源，訂定具體的策略及方法，落實推動並達成各

階段的目標。未來，仍持續以「醫人醫病要醫心」、「感動服務、卓越品質、創新教研、永

續經營」宗旨目標前進，期許達到優質並展現全人醫療照護「國際級醫學中心」。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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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醫事部 田雨生副院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成立至今已近

50載，歷任院長以及全院同仁秉持著創辦

人『醫人、醫病、醫心』的宗旨，成就了現

今能持續提供予民眾的卓越醫療品質，以及

用心的感動服務。

本院醫事部包括檢驗科、藥劑科、復

健治療科、營養科、醫學影像部各單位，以

及分布在各醫療單位中的臨床心理師、諮商

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

等。各人員秉持專業在病患診斷和治療過程

中，分別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民眾以病患的身分到醫院就診，或許只

會將注意力關注在診間與醫師、護理師的診

療互動過程上，但其實患者從掛號、看診、

檢查、治療到領藥出院，除了醫師、護理

師、行政人員提供的服務外，還有一群醫事

人員們默默肩負著輔助支援及後勤的角色，

在背後努力的為大家共同守護健康。沒有這

些醫事人員專業的檢驗、檢查、評估及治療

的協助，醫院是沒有辦法提供如此完善的醫

療服務品質予社會大眾的。

在此要感謝從過去到現在，一直為本院

努力付出的全體醫事人員同仁們，因為有大

家不辭辛勞的奉獻，才能使民眾的健康得到

最妥善的照護。未來醫事部全體同仁亦將秉

持以往的工作精神，提供患者及全體醫護同

仁最佳的醫療支援，

讓大家在無懸念的醫

療環境下，發揮團隊

潛力，同心協力，讓

本院成為高品質的醫

學中心。

醫事部 感動服務

醫事部各單位近三年院外優良事蹟

2013

檢驗科
■ SNQ國家品質標章-髮網恢恢 無毒有我

■ 通過CDC審查以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啟用

藥劑科 ■ 醫策會第十四屆醫療品質獎文獻查證全國競賽用藥組-佳作

復健治療科 ■ SNQ國家品質標章-身心障礙者輔助科技整合性服務-輔具中心

醫學影像部 ■ 衛福部「電腦斷層掃描儀輻射曝露品質輔導計畫」標竿醫院

2014


藥劑科
■ 臨床藥學會年會：正確用藥，藥你好看~衛教短片徵選以

  「中山情-明星胃乳篇」-佳作
■ 臨床藥學會年會：「藥師精彩」專業攝影比賽-第一名

醫學影像部

■ 衛福部「103年度醫用電腦斷層掃描儀輻射曝露品質指標

   確保計畫」績優單位

2015

復健治療科 ■ 職務再設計創意競賽第三名及佳作-輔具中心

藥劑科 ■ 醫策會「第十六屆醫療品質獎實證臨床應用組」- 銀牌獎

醫學影像部 ■ 衛福部國健署「104-105乳房X光攝影示範醫院」

1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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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遠去，短暫的秋意也即將被冷冽的

冬天取代，不知不覺中2015年已將結束，

再過幾天我們將迎接嶄新的2016。細數點

滴2015年是值得感謝與紀錄的一年，因為

有大家的努力與付出，護理部才能在各方面

都有亮眼的成績。

臨床照護方面，我們獲得許多病患及

家屬對護理人員的來函感謝，肯定大家的

表現，感受到護理之美(圖一)。剛出爐的

「腦血管疾病防治基金會-2015優秀護理人

員」，也有多名院內同仁獲獎。這些正向的

回饋及讚美，像養份一樣給予我們能量及勇

氣，讓大家能繼續堅持在護理崗位上，真的

謝謝有您們。

學術方面，今年我們的團隊獲得了「台

灣護理學會臨床教學策略與模式競賽-護理

臨床教師組」最高榮譽金獎(圖二)及潛力

獎；學會專案及個案送審的通過率皆優於同

儕；另外在競爭激烈的全聯會護理創新競賽

中也榮獲獎項，這些殊榮，在在展現了大家

平日深耕的結果。

教學方面，我們除積極培育新進人員

外，也獲得各校實習學生及代訓單位對臨床

教師的肯定，在繁忙的臨床工作中，大家仍

能保有對護理教學的熱忱，樹立良好典範，

實屬難能可貴。三個院區的護理同仁莫不為

了中山的發展及護理的傳承齊心努力，我想

這一切不僅值得肯定，也被看見了。當然也

要謝謝全院各科室的夥伴，因為有您們的協

助及支持，讓我們有了一個精采的2015年。

2015年護理部不斷追求創新與改善，

期望2016年能延續優質之護理品質，將「零

疼痛、低焦慮」的目標，落實於臨床，持續

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護理照護。也希望大家

秉持著「醫人醫病醫心」的宗旨及「關懷生

命、護病護心」的精神繼續努力，深耕護理

部之核心價值：「優質護理、專業成長、創

新發展及敬業樂群」，維持優良傳統開創新

局，相信護理部會有更輝煌的表現。

行文至此，望向窗外看見即將完工的捷

運及鐵路高架工程，看著已漸成型的13期重

劃，看著熙來攘往的學生及教職員工，一切

都是如此朝氣蓬勃，相信中山也會如此，在

穩健成長中邁入2016年，「成為民眾最信

賴的醫學中心」。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能事

事順心，猴年吉祥如意，幸福美滿。謝謝大

家。  

2016年對護理照護的

      期許與展望

圖一病患來函感謝

圖二「台灣護理學會臨床教學策略與模式競賽-護理臨床教師組」金獎

文/護理部 李秋香副院長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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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醫院的

期許與展望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之間，來到中山

已快兩年，新的年度到來，身為中山一份

子的我，難免對中山有一份新的期許。

第一，希望中山附醫能成為一間健康

促進醫院。不僅守護同胞的健康而已，院

內全體同仁的健康更是重要。沒有同仁的

健康，就沒有病患的健康，所以第一步就

是希望促進本院全體同仁的健康。除了例

行性年度的健康檢查、早期篩檢、早期治

療以外、更要多辦健康休閒活動，例如現

在一年只辦一次的登山健行活動，可擴大

一季辦一次。每季定期舉辦慢跑活動，鼓

勵全體員工參與。各類球員活動，也可考

慮定期舉辦。護理部目前定期舉辦的健康

休閒活動，可擴大範圍，全院同仁一同參

與。

第二，願我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全

體員工慢慢熟悉新制醫學中心評鑑制度。

往年一到醫院評鑑年，同仁紛紛感受到極

大的壓力。如平常時就一點一滴熟悉這制

度，把所有的評鑑條文規範，放諸於平日

工作中，到了評鑑年，同仁就不會感受到

那麼大的壓力，以平常心看待，順利過

關。

第三，希望建立各項工作標準作業流

程，同仁皆能依標準作業流程工作，成為

一精實醫院。精實醫院的每一份子皆能自

動自發，隨時隨地依標準作業流程行事，如

有差異可隨時提出，做PDCA循環方式改進，

增加工作效率，提高醫療品質，讓病患獲得

最好的醫療照護。

第四，精進病人安全，病人安全是醫

療品質的基礎工作，唯有精確做到醫院病人

安全，才能提升醫院醫療品質。雖然過去幾

年不管是政府部門或是醫院一直致力於病人

安全的工作，但仍有未盡之處。希望新的一

年、在我中山附醫內部建立一個精實病人安

全中心，擴大對於不良事件的報告，在醫院

內建立安全計畫，包括利用資訊全方位來

予醫療人員在職培訓，營造醫院職場安全

環境，提升臨床用藥安全，落實醫院感染管

制，精進手術辨識流程及安全查核作業，

預防病人跌倒及落實跌倒風險評估與防範措

施，營造病安文化環境，擴大參與台灣病人

安全通報系統，主動提供病人及家屬安全相

關資訊與參與管道，精確院內訊息傳遞之正

確性、完整性與及時性，加強團隊間之溝通

與合作，提供整合性全人照護。

猴年將至，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充滿熱

情與希望服務病患，另願我中山附醫在新的

一年，全體同仁平安健康，病患獲得最好的

醫療照顧，中山附醫成為一精實醫院，成為

民眾最信賴的醫學中心。

文/醫管部 鍾國屏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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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實

文/醫品中心 朱玉琪病人安全週及活動成果

台灣自民國93年開始標竿美國病人安全

基金會（NPSF）病人安全週活動，迄今將

邁入第12年，歷年曾推出不同的活動主題，

如用藥紀錄卡、手部衛生、醫病夥伴關係、

手術安全、預防跌倒…等，透過全國各區醫

療網號召及醫療機構共同響應，於全國各地

舉辦多元化的病人安全推廣活動，搭配各類

文宣散佈及媒體宣傳，促使民眾關注病人安

全議題。

為提升我國民眾對病人安全的參與程

度，參考NPSF鼓勵民眾參與的口號「Are 

You in? Commit to Safe Health Care」之

「3 In」宣導重點（Informed, Involved, 

Invested）發展適合國內推展的中文化口號

及宣導主軸「病人安全我會“應”（in）」

及「3應－響應、回應、反應」。

有鑑於國內慢性疾病盛行率和發生率

逐年攀高，許多跨院跨科別就診的民眾經

常服用多種藥物，卻忽略了重複用藥及藥

物交互作用所帶來的潛在傷害。另參考加

拿大病人安全組織(Canadian Patient Safety 

Institute, CPSI)推動的「用藥整合(Medication 

Reconciliation)」概念，提醒病人及家屬應

與醫療團隊溝通和檢視自己或家人的完整用

藥資訊。

因此，104年衛生福利部推動病人安全

週的宣導主軸為「用藥整合」，延續「病

人安全我會“應”」及「3應」作為活動口

號，並循往例訂於十月第三週（10月11日

至10月17日）為本年度病人安全週，邀請

民眾一起共襄盛舉，透過多元化宣導活動將

病人安全的概念傳達出去。民眾可以用病人

安全我會「應」口號來確保用藥安全，「3 

應」內容如下：

104年病人安全週響應卡

1.響應：響應病人安全活動；就醫時

攜帶所有正在服用的藥物（或藥袋/藥

單）；了解是否

           有服用重複藥物。

2.回應：回應醫護人員的問題（用藥過

敏史及副作用）。

3.反應：主動反應自己或家人的特殊健

康狀況、任何關於治療或用藥的疑問。

目前跨科及跨院看診的病人眾多，其中

三高 (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 ) 病人常在

不同的科別或他院看診，但由於疾病發展具

有共同性，因此處方開立容易成份重複或類

似作用重複，病人易服用到同性質或類似的

藥品，而有過量的風險。

為使醫師開立處方前，先瞭解病人近期

使用的藥品，本院已加入衛生福利部雲端藥

歷系統推廣計畫，藉由健保雲端藥歷系統可

查詢保險對象近 3 個月內的門診、住院用藥

紀錄，包含病人藥品領用來源、藥品品項、

用藥起訖日期、給藥日數及是否餘藥等，提

供醫師線上查詢病人跨院用藥的種類。可在

取得病人同意之後，藉由網路連結到「健保

雲端藥歷系統」查詢當時病人的彙整藥歷，

避免重複用藥或降低藥物交互作用發生的可

能性，為病人用藥安全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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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實

今年度本院為響應病人安全週舉

辦多元化的系列活動，針對病患、家

屬、訪客、醫護人員..等對象，規劃不

同性質活動，系列活動有病人安全我會

「應」、「用藥整合」衛教講座、醫護

人員在職教育訓練、病人安全海報展

示、用藥整合宣導短片、跑馬燈宣導…

等，引發大家對病人安全的重視。

今年為了配合病安週活動主題，本

院特別製作1000份攜帶式藥盒呼應「用

藥整合」的觀念，並在藥盒上印製「呷

藥愛注意、健康有保庇」，提醒民眾

安全使用藥物。活動中，除了由本院同

仁一對一說明響應卡的內容，獲得正確

用藥觀念外，民眾還可將實用性十足的

藥盒帶回家，因而吸引大量民眾前來響

應。

本次活動專區特別選擇在門診人

潮最多的領藥處前，旁邊設有「用藥諮

「用藥整合」響應活動實況 活動響應專區

藥劑部同仁以行動劇方式，進行衛教活動 透過有獎徵答方式，與民眾進行雙向溝通

詢」服務，可立即解決民眾用藥的疑慮，專

區除了放置心寶立牌外，另委外製作大型火

車頭看板，於車頭位置開窗，可讓民眾與心

寶列車長共同合影，增加活動的趣味性，並

設置永保安康火車站牌，期盼民眾搭乘「永

保安康」列車，安全就醫永保健康。

今年宣導主軸為用藥安全，故與本院藥

劑部通力合作，由藥師組長及藥學系實習生

領銜主演行動劇，以幽默且生活化的方式，

演出各種用藥整合狀況，讓民眾一邊等候領

藥，一邊吸收衛教資訊。

除此之外，更搭配衛生福利部推廣的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避免民眾重複用

藥、藥物過量、藥物之間可能會有交互作用

產生不良反應等問題。活動進行中，透過有

獎徵答方式，與民眾進行雙向溝通，民眾反

應熱烈，達到活動口號3應精神：響應、回

應、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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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正確使用感冒藥
衛教成果報導

壹、前言：

錯誤的用藥觀念經常會造成錯誤

的藥物使用，並且往往會造成資源的浪

費與身體的傷害。在台灣洗腎人口逐年

不斷攀升，一方面與人口老化有關、或

者與疾病，例如糖尿病等有密不可分的

關聯，再者就是與過量的藥物或是來路

不明的中草藥有關，而錯誤的用藥觀念

往往會造成身體的傷害與資源的浪費。

本院參與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

理104年度建置民眾用藥安全知識網計

畫，目的是希望藉由正確用藥教育傳遞

正確用藥觀念給民眾，以期減少藥物所

造成身體的傷害與資源的浪費。

貳、基本資料：

2015年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舉

辦「正確使用綜合感冒藥」中部地區民眾衛

教活動，藉由問卷前後測驗統計評估衛教

成效，以及三個月後進行再測驗，了解衛

教成效。回收有效衛教前後測評估問卷男性

49%，女性51%，年紀分布以50~59歲29%最

多，居住地區以台中市77%最多，教育程度

以(高中/職)34%最多。

參、用藥習慣調查：

過去有感冒症狀時，會如何處理？回

答以「直接就醫」48%最多，吃剩的感冒藥

都怎麼處理？回答「留下來，下次吃或給家

人吃」共計52%最多，選擇直接丟棄46%。

有固定諮詢的醫師或藥師聯絡方式？回答最

多為「無」共計76%。是否曾撥打過藥袋上

的藥物諮詢電話？回答最多為「否」共計

90%。

文 / 正確用藥資源中心  童俊欽  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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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衛教成果：

衛教前後問題測驗結果如下：

1.感冒多喝水就好，有持續發燒或畏冷症狀

  不用太在意？正確回答由72%進步到

98%。

  綜合感冒藥除了能緩解症狀外，也能預防

  感冒發生？正確回答由40%進步到88%。

2.市售感冒液一次喝一瓶，效果快又有效？

   正確回答由54%進步到92%。 

3.綜合感冒藥副作用與注意事項觀念何者正

   確？正確回答由46%進步到94%。 

4.有關綜合感冒藥療效的敘述，何者正確？

   正確回答由32%進步到90%。 

5.綜合感冒藥注意事項與交互作用的敘述何

   者錯誤？正確回答由70%進步到94%。

   測驗平均總正確率：前測52.3%，後測

   92.7%分析。三個月後進行再測驗正確率

   87.7%。

伍、結論：

用藥習慣調查部份顯示因中部地區就

醫方便，有感冒選擇直接就醫居多(48%)，

而值得注意的是沒詢問過醫師或藥師直接自

行購買市售綜合感冒藥服用者仍有14%。對

於吃剩的感冒藥都怎麼處理？有超過一半的

人選擇理留下來，下次吃或給家人吃，剩藥

再使用的確是值得大家共同關心的議題，因

藥物的使用實際上是因人因症狀而異，若不

當使用將會導致相關禁忌症或藥物過敏等物

題的產生。此外，大部分民眾普遍對於感冒

併發症如持續發燒或畏冷等症狀警訊已有良

好的正確觀念。對於有關綜合感冒藥療效的

敘述以及注意事項與交互作用等問題，此三

者後測結果顯示民眾觀念進步最多，也代表

藉由藥師進行正確用藥衛教成效良好，三個

月後進行再測驗成績也獲得維持，整體而言

成果值得肯定。現在對於感冒藥的使用，你

還有疑問嗎？歡迎多加利用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正確用藥資源中心進行相關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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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介紹

學歷：

(1)中國醫藥大學 學士

經歷：

(1)彰化基督教醫院病理科　

   主治醫師(87.08-91.10)

(2)澄清醫院病理科　

   主治醫師(91.11-100.06)

(3)澄清醫院病理科　

    主任(100.07-104.12)

專長：

(1)外科病理

(2)細胞病理

學歷：

(1)中山醫學大學口腔醫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

(1)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口腔醫學部總住院醫師

(2)署立台中醫院口腔顎面外科主治醫師

(3)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

    臺安醫院口腔顎面外科主治醫師

專長：

(1)口腔外科

(2)口腔癌

學歷：

(1)台大醫學系學士 

(2)陽明腦科所碩士

經歷：

(1)林口長庚醫院神經內科住院醫師

(2)彰化醫院主治醫師

(3)彰化秀傳醫院主治醫師

專長：

(1)腦血管疾病

(2)神經退化性疾病

(3)頭痛

(4)眩暈

學歷：
(1)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業
(2)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經歷：
(1)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神經外科住院醫師、
    總醫師、研究醫師
(2)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會員、台灣神經血管外科與介
入治療醫學會會員、台灣立體定位功能性神經外科及
放射手術學會會員

專長：
(1)神經脊椎顯微手術、神經微創手術、坐骨神經
    痛、脊椎退化及損傷、慢性疼痛治療
(2)神經血管外科
(3)腦瘤手術、內視鏡神經手術
(4)頭部與脊椎外傷治療、腦中風、腦損傷
(5)功能性神經外科(失智症、癲癇症、顏面神經
    麻痺及三叉神經痛手術治療)

解剖病理科

柯端英醫師

口腔顎面外科
 
陳怡孜醫師

神經科

紀心怡醫師

神經外科

劉善傑醫師

2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醫院消息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105年01月-105年02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活動主題 主講人 地點 課程

聯絡人
學分

105.01.04 14:00-15:00 口腔癌末期病人

安寧之全人照護

家醫科

林玟旳醫師

安寧病房

紀姵秀護理師

安寧病房

蘇國智心理師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昱佑

34536

無

105.01.06 12:30-13:30 研究會議 梁培英醫師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謝宜倫

34704

無

105.01.08 12:00-14:00 全院性臨床病理

討論會通知(CPC)

病理科

許振東主任

行政大樓12F

國際會議廳

顏嫚姍

38345

無

105.01.08 13:00-16:30 人體臨床試驗「倫

理、科學、法規與

GCP (一)」

衛生福利部

國際合作組-

許明暉技監/醫師

佳捷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余蕙德總經理

工業技術研究

院量測技術發

展中心醫療器

材驗證室-

李子偉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

實驗大樓

一樓演講廳

蔡孟潔

34305

1.醫事人員繼續教育

  積分「西醫師」、

 「護理師/士」申請

  中。

2.GCP 3小時教育訓

  練。

3.院內醫學倫理積分

  申請中。

4.中山醫學大學教師

  成長中心專業成

  長積點申請中。

105.01.08 08:00-09:00 B型肝炎治療的

臨床實務

台大醫院內科部

暨肝炎研究中心

劉俊人教授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張秋純

32346

無

105.01.12 09:00-17:00 104年品管圈競賽

成果發表會

各團隊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劉又綸

34123

衛福部護理人員

繼續教育積分

105.01.13 12:30-13:30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odels 
of Structured Self-
Monitoring of Blood 
Glucose in Type 2 
Diabetes

楊宜瑱主任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謝宜倫

34704

無

105.01.13 12:30-13:30 智慧財產權簡介 趙元寧專利師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李麗雪

34116

無

105.01.20 12:30-13:30 Engaging with the 
real world in atrial 
fibrillation

台北榮總

江晨恩教授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謝宜倫

34704

內科醫學分5積分

105.01.22 08:00-09:00 C型肝炎治療的

臨床實務

台大醫院內科部

暨肝炎研究中心

劉振驊醫師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張秋純

32346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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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慶院區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電話：04-24739595

■文心院區 (口腔醫學研究中心)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電話：04-24718668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1號
電話：04-22621652

醫療體系


